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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 汪劲松

9 聚焦

乐平古城城内有东南西北四条正街，城外
还有南外街、沿河街。南外街北接南大街，南
至乐安河。沿河街南临乐安河，北接程家巷、
雷家巷、张家巷。

古城的街，经过拓宽改造，大都旧貌换新
颜，只有老北门轮廓尚存，虽然早已成了一条
小巷。好在，古城的小巷，就像老北门，至今大
都奇迹般容颜未改。这些小巷，密如蛛网，难
以计数，虽说不上原汁原味，却古朴而典雅，依
然是人们的居所。

有巷就有名，或者说，有巷就该有名。
乐平古巷都有名有姓，而且，名都是乳

名。这些名字洋溢着刚出生时人们对它的喜
爱与期望，或者说保留了乐平古城古老而美好
的记忆。

这种喜爱与期望，显示出乐平人特有的审
美情趣和价值取向。

这些历史记忆，连同小巷中流传的一个个
古老的故事传说，成为乐平千百年文化发展和
演变的印迹和见证。

走进乐平古城，穿行在一条条小巷，看白
墙黑瓦残损陈旧，碎砖青石依稀可辨，建筑风
格徽派饶派交融。有意无意间，一个个古色古
香的巷名映入眼帘，这些巷名，和这些巷子相
映成趣，把城市装点得好像一个古巷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素面朝天，美不胜收。渐渐地，我
会不知不觉想起米洛的维纳斯，甚至古罗马的
斗兽场，会觉得眼前的小巷是那样的清雅，那
样的沧桑而妩媚。

近年来，随着国学热逐渐升温，与之相对应的
文化旅游项目，也随之增多。各式各样的旅游项
目，让游客在游玩中体会国学的魅力。目前，贵溪
市冷水镇鬼谷洞旅游特色小镇正在如火如荼建设，
小镇客厅、农贸市场、旅游公厕正按照战国时期建
筑风格打造，将鬼谷文化开发与城乡融合发展相结
合，延伸国家5A级景区龙虎山的旅游产业链。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年代，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思想大解放，也缔造
了一段灿烂辉煌的时代，为中华文明留下了宝贵的
财富。诸子百家中，有一位特立独行般的存在，堪
称“千古奇人”。从“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
的纵横家，到孙膑庞涓争雄的兵家……这位传奇人
物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与百
家并列、同诸子争雄，成为一颗不朽的文化明珠。

他，就是鬼谷子。
贵溪在战国时属楚地，2400多年前，鬼谷子就

在贵溪市冷水镇云梦山隐居授徒。唐末五代时期
著名道士杜光庭在《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中写
道：“鬼谷山，贵元思真洞天，七十里，在信州贵溪
县。”北宋《太平寰宇志》和《四库全书》的《明一统
志》以及《龙虎山志》均有记载鬼谷子在贵溪云梦
山修真讲学和长期隐居。

冷水镇云梦山峰峦高峻、灵洞幽奇、云蒸霞
蔚，属道教“第十五洞天”，鬼谷洞被列为江西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历代天师及文人雅士，对云梦山
鬼谷洞多有吟咏。云梦山现有鬼谷大洞和小洞、
苏秦台、张仪井、孙膑寨、庞涓井、凝真观等闻名千
古的遗迹，元代大诗人袁桷曾赋诗赞颂的千年古
藤仍然苍劲。

鬼谷子教我们如何识人处事，其主要著作《鬼
谷子》入木三分地阐述了怎样识别人心，被广泛地
应用在企业管理、商务谈判等活动中。在现代管
理学中，《鬼谷子》是一部顶级的管理宝典。

古往今来，《鬼谷子》一直是我国军事家、政治
家、外交家的必读之书，它不仅包括外交思想、外
交经验，而且系统地阐述了外交方法。鬼谷子的
游说术就是外交经验的结晶。《鬼谷子》谋政有一
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就是天下有事则出以济世，无
事则隐而养身。《鬼谷子》被认为是关于国际交往
谋略最早的典籍，众多的政界人士、学界人士、商
界人士都从《鬼谷子》书中吸取智慧。

《鬼谷子》在纵横术中论及兵法，涉及大量的
军事气象学、军事心理学，以及布阵法等。《鬼谷
子》作为鬼谷子教徒授业的教材，培养出了苏秦、
张仪等纵横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感慨道：

“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纵横家们通过精湛的游说
技巧，促进了社会的大一统和历史的前进发展。
从这层意义上讲，《鬼谷子》是间接地参与了先秦
政治舞台，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的统一进程，加速
了社会前进的步伐。

鬼谷子的一大贡献是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
所军校，培养出孙膑、庞涓、毛遂等一大批叱咤风
云、纵横天下的军事家。孙膑与庞涓一同在鬼谷子
门下学习兵法，后来以对立形式争霸政坛。著名战
例“围魏救赵”就是发生在这对师兄弟身上。

我国各地研究鬼谷子的学会众多，对鬼谷子
的事迹、思想和著作进行广泛探讨。2019年海峡
两岸鬼谷子文化交流大会在河南省鹤壁市和河北
省邢台市召开，两岸三地专家学者共同研究探索，
如何在新时代传承发扬鬼谷子文化，并就组织申
报世界鬼谷子非物质文化遗产事宜进行了沟通和
交流。2020年9月28日，中国先秦史学会鬼谷子
文化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陕西石泉县举
行，大会将“智山鬼谷岭与鬼谷子文化”论道活动
长期固定下来，使其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诠释鬼
谷子文化的重要平台，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
有永恒魅力的鬼谷子文化传播出去。

时至今日，鬼谷子文化早已跨出国门，成为美
日德法和东南亚各国竞相研究的对象。在日本，鬼
谷子文化受到特别重视。日本学者大桥武夫用通
俗的语言编译了《鬼谷子》，并称为《国际战略原典
鬼谷子》。日本东京还设有鬼谷子纵横研究院。《鬼
谷子》一书很早就被传到美国，鬼谷子的谋略思想
深为美国人所重视。在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
尼、菲律宾和台湾地区，当地的居民和华侨十分重
视鬼谷子的养生学理论和卜卦学说，成立了鬼谷子
学术研究所、鬼谷子纵横术研究院等。

为做大做强鬼谷文化经济，近年来，贵溪市加
大了鬼谷洞景区旅游开发力度：一是总投资1亿余
元，2017年动工对鬼谷洞景区所在地冷水镇到塘
湾镇的县道公路拓宽取直，沥青硬化，2020年10月
全面竣工；二是2020年冷水镇投资200余万元，拓
宽硬化鬼谷洞景区内部公路。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一片既能让人们发怀古之幽情、又能让人们接
受传统文化教育的热土，必将呈现在人们面前。

鬼谷文化 古智今用
□ 彭成刚

古城和老巷相依1

有宗就有祠。
和中国大大小小古村落一样，乐平古巷有大大小小很

多宗祠。
这些祠堂，是乐平本土甚至外地同宗同族的人兴建的。

祠堂大都集中在古城地势相对较高的东南面，也是宗祠建筑
较为集中的地带。比如，洪氏总祠，王家祠。

洪氏总祠，八字门楼，马头山墙，坐西朝东，前面有三合
院落，内部空间高耸深远，是城内规模最为宏大的祠堂。王
家祠堂，两坡硬山顶，穿斗式结构，坐北朝南。

古巷有不少就以巷子中的祠堂名字命名。比如，方家
祠巷，余家祠巷，支持（祠）巷。

这些巷子，比起那些用姓氏取名的巷子，更亲切，更庄
重，更能体现中国人所特有的宗族血缘情结，虽然这些祠堂
早已不再见有祭祖或是商议什么大事的活动，甚至几乎不
再见有宗族的人居住或前来探询。

这种宗族文化和城市固有的商业文化各异其趣而又水
乳交融，构成具有乐平甚至江西特色的传统城市文化。

徜徉在乐平古巷，看见一条条被叫作“试馆”或由试馆
而得名的巷子，你会惊讶地发现，乐平人的血缘亲情意识之
浓厚与深切，竟然还体现在这样的巷子中。

这些以“试馆”命名的巷子，乍听起来，让人觉得有些怪怪
的，似乎这些巷子都属于旅馆、茶馆等商业娱乐性场所之类。

实际上，它们是乐平乡里某个宗族村落用族产在城里
购买或兴建的房屋。这些试馆所在的巷子以试馆的名字命
名，有的叫“某某试馆”。比如，三都试馆巷，五都试馆巷。

“都”，曾经是一种行政区划，大概介乎“保甲”与“乡”之间。
“试”，自然是读书应试之意。有的“试馆”，名字比较婉约、
含蓄。比如，岁有试馆，龙溪试馆，三溪试馆。

这些巷子，比起那些以姓氏或宗祠命名的巷子，在情感
内涵上更为平和，更为亲切一些，更能体现过去的乐平人的
宗族亲情。

置身这样的古巷，我会格外强烈地意识到血缘亲情的
弥足珍贵，我切身地感受到江西传统农业文化在乐平古城
的别样的凝聚和展现。

最为常见的，自然是那些以姓氏命名的巷
子了。

这些巷子，就像中国大地星罗棋布的以居
住者姓氏命名的古村落，因为曾经的迁居者在
此聚族而居，繁衍生息，不知从何时起，这些巷
子有了与当初那些迁居者的姓氏相同的名
字。比如，叶家巷，程家巷，陈家巷，高家巷。

讲宗族，论血缘，随宗而迁，聚族而居，这是
中国农业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不过，只要稍
一打听就会发现，住在这些古巷里的人，其实并
不像那些住在古村落里的人相互之间有同宗同
源的亲情关系。古村落无论怎样历史久远，现
在的居住者大多与始迁居者在血缘宗亲上一脉
相承，保持着与村名相同的姓氏。而古巷现在
的居住者很少有与巷名相同的姓氏，甚至也很
少有人能够说得清这巷子名字的来历。

因为，始迁居于此并使巷子以他们姓氏命
名的人，包括这些人的子孙后代，早已它迁或
亡故，抑或不知什么原因，也不知从何时起销
声匿迹了。比如，周家巷和张家巷。

周家巷，南起东大街，北接扶摇巷，古代周
氏聚居成巷，周家祠堂如今尚在，硕大的横梁，
精美的雕饰，依然耀眼夺目，但周家巷今天的
居住者很少有周姓。

最有趣的是张家巷，南起沿河街，北通迎
宾东路，西靠程家巷。清乾隆时张氏在此聚居
成巷。巷中曾建有张爷庙，供奉有大张爷、二
张爷、三张爷的神像。新中国成立前，逢年过
节，或是求神问卜，张家巷的人一般都要沐浴
焚香敲锣打鼓请出张爷菩萨，叫作“菩萨出
脚”。如今，张爷庙早已不存在，张氏子孙更是
早已不知去向，勉强找几个姓张的一问，都是
近些年从外地迁来的。

于是，走着走着，我会不无欣喜地意识到
这些巷子虽然普通，普通得就像古村落，但它
确实是江西古县城的缩影。住在巷子里的人
祖籍天南海北，各有所宗，只是因缘际会，他们
在这些小巷里相邻而居，相守相望，宛若宗亲。

于是，看着看着，会不由地感叹这些巷子
实在太老了，老得甚至让你疑心眼前所见可能
是很久以前的风景。

就这样走着，看着，想象古人，想象自己的
生前和今后，蓦然间，我似乎一下子明白了什
么叫沧海桑田，什么叫人生如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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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赣东北乐安河畔，被誉
为“中国古戏台博物馆”“赣剧
之乡”的历史文化名城——乐
平，即坐落于此。在城市化快
速发展的今天，这座千年古城
里，依然保留着大量的明清古
建筑群。乐平古城自唐朝至上
世纪初，一直是县治所在。由
于保护措施得力，如今城内的
古城规模仍十分可观，不仅有

“中国传统古村落”，还有两处
被列为省级历史文化保护街
区。

在当地百姓的眼里，乐平
古城就像福建的三坊七巷、云
南的丽江古城、湖南的凤凰古
城，以一个近乎完整的旧貌，展
示着千百年江西作为曾经的农
业大省，在赣东北腹地形成的
古县城布局和神采，是江西乃
至中国传统文化一道奇特的风
景，一幅精彩的画卷。

这些年来，中国传统文化
和民族文化复兴，在神州渐成
共识，乐平古城老巷，正在书写
新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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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社会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自然万物的敬
畏。

所谓“顺其自然”“天人合一”，讲的都不过是人要敬畏自
然，爱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

乐平古城是与自然相伴而生互为依存的。
在乐平古巷，你会看到这儿几乎所有的道路与房子的建筑

布局与风格，与现在迥异甚至截然相反。现在的道路讲究平坦
笔直，房子讲究整齐划一。而古巷道路和房屋都依原始地貌建
设，道路时宽时窄，长短不一，高低起伏，曲径通幽，房屋门楼各
异，进深有别，商住杂处，大小不同。

古巷这样的布局，让人很容易想见古城在成为县城前，甚
至在有人烟之前的地貌。身临其境，你的思绪会不知不觉飞向
洪荒。你会一下子理解了中国人为何将对自然的敬畏视如宗
教。

这一点，也体现在乐平古城的一些巷名中。比如，十亩地
巷，菖蒲塘巷，麻园里巷，翥山岭巷，水荫洞巷，转弯头巷。

这些巷名直接指称地貌。这样的巷名，听起来土气、粗俗，
好像很随意，但其实，它们和中国传统文化对自然的强调息息
相关。仔细端详、实地揣摩，这样土气十足的巷名，是很耐人寻
味甚至可以说撼人心魄的。

的确，从老庄的道家学说，到中国诗画对山水花木等自然景
观的写意，无不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别具一格的自然精神。

古城南门外的乐安河边，曾经舟楫辐辏，南来北往，商贾云
集，会馆林立。

走进古巷，你若是留意些，不时会看见有些巷子的名字颇
为俗气以至铜臭味十足，不像前面看到的那些巷子的名字那样
淡雅、唯美。比如，财贵巷，典当巷，永聚巷，同兴巷，康乐里，信
泰巷，福禄巷，富贵巷，永和巷。它们都源于巷子里曾经同名的
商号或作坊。

不过，你可别小看了这些巷子，从这里，可以想象过去的乐
平古城，不仅正街茶楼酒肆鳞次栉比，就连小巷商店作坊也目不
暇接。这景象，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好像也难得一见。

所谓市井，其实就是商贸和人流的聚合。乐平古城几乎每
条巷口都有一口井，古城有了许多以井的名字命名的小巷。比
如，高井巷，陈家井巷、细井巷、白井巷。

细井巷的细井的直径约有一米，在古城中并不算细小，不
知为何，这口井被叫作“细井”。其中的缘由，也许是城里人说
话喜欢拐弯抹角正话反说，也就是所谓市井文化的影响吧。

我在细井巷长大，从小到大喝的都是细井里的水，可以说
看惯了井边女人浣衣洗菜，听惯了巷口人们说长论短。因此，
我对“市井”一词的含义总觉得特别的熟悉。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我去乡下做客，屁股还未坐稳，邻居们就争相端来了热气腾
腾的鸡蛋面。相反，城里有谁家里来了客，邻居们大都是熟视
无睹不闻不问。

白井巷的得名简单得多，也有趣得多，据说是因为用此井水
做豆腐白净。换个角度品味，这样的取名，好像有些势利之嫌。

兴许是因为古城巷名动辄源自生态环境、商贸利益和庙宇
祠堂，似乎显得严肃有余而趣味不足，有些巷名却取得很激情，
很浪漫。比如，扶摇巷。

扶摇巷，西南接周家巷，东北至交通巷，清光绪时有人建宅
院“扶摇居”，巷名于是称“扶摇巷”。成语有“扶摇直上”。庄子
云，“鹏之徙于南溟也，水击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小巷
而名“扶摇”，多大的襟怀和气魄！

最浪漫的，莫过于那些以神话传说命名的巷子。比如，飞
仙桥巷。

飞仙桥巷，北起长寿路，东南通老北门，西南达华家巷，呈
“人”字形，巷北端有一木桥。相传有位白发仙翁在此稍停，与农
夫对话后，刹那间不见踪影。于是，桥称“飞仙桥”，巷从桥名。

假如说，乐平古城的正街是乐平古城这棵大树的主干，那
么，这些小巷便是这棵大树的枝条了。这些枝条，连同大树的
根系和主干，古老而鲜活，平常又神奇。千百年来，它们参差错
落，摇曳生姿，更有名有姓，风情万种。

如今，乐平正着力将本地打造成独具特

色的赣东北明珠，其中，乐平古城的保护和

改造被作为重点项目之一，老北门“中国古

村落”改造即将竣工，周家巷“江西省历史文

化街区”保护规划已通过评审，何家台“江西

省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正在启动。

这些项目的实施，可望在乐平古城建

构起完整的保护体系，做到全面保护和合理利用、永

续利用相结合，乐平古城所包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将

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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